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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ter 的誕生是為了實現跨平台 App 的理想。依照傳統的作法，要開發

Android、 iPhone、Windows...等不同平台的軟體，必須在各個平台上建立專屬

的程式專案。這種方式需要耗費多組人力，對於進度的管控也比較困難。如果可

以用一個跨平台的程式專案來取代，不僅可以減少研發人員，還可以降低專案管

理的複雜度，提升開發效率。 

 除了 Flutter 之外，還有其他跨平台 App 的解決方案，像是 Facebook 發表

的 React Native，以及 Microsoft 的 Xamarin。它們都比 Flutter 更早出現，但是

如今 Flutter 卻以黑馬之姿，在短短三年內超越其他競爭者，由此可見 Flutter 巨

大的潛力。Flutter 不僅執行速度快，還可以和各平台的原生程式整合，因此已經

成為跨平台 App 開發的首選。 

 學習 Flutter 第一個遇到的問題通常是程式的架構，因為它和各平台的原生

程式有很大的不同，最明顯的差異就是 UI 物件是直接嵌入程式檔，說的更貼切一

點，就是混雜在程式碼裡頭。另外對於 StatelessWidget 和 StatefulWidget 的用

法和使用時機也很容易混淆，再加上它使用新的 Dart 語言，因此對於初學者來說

有比較高的門檻。不過 Dart 語言的語法有些部分類似 C/C++和 Java，對於有相

關背景的人來說，不會覺得完全陌生。 

 基於初學者的需求考量，本書不從艱澀難懂的 Flutter 系統層出發，而是從

Flutter 專案的實務面開始。先用最簡單的範例帶入基本觀念，並藉由操作步驟講

解，幫助讀者熟悉 Android Studio 的操作技巧。接著由淺入深，依序帶入各種功

能的範例。本書編排的理念是循序漸進，從基礎開始，每一個章節的主題都能夠

承先啟後，讓學習可以順利地延續。另外在講解的過程中，會適時搭配 Dart 語法

的介紹和範例，讓讀者同時兼顧 Flutter 和 Dart 的學習，無須因為不熟悉 Dart 語

言而放棄學習 Flutter。 

學習程式設計最好的方式就是親自動手，從無到有把專案完成。過程中一定

會出現疑問和錯誤，遇到這種情況就是學習的機會。如果可以自己找到答案和排

除錯誤，就表示你的功力和經驗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如此經年累月持續下去，自

然就能成為高手。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動手吧！ 

孫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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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變顯示文字的字體大小、顏色和對齊方式。 

2. 學習如何顯示影像。 

 
 
 
 
 

字是 App 畫面最常出現的元件。Flutter App 是利用 Text 類別來建立文

字，而且我們已經在前面章節的專案使用過它。這一章要介紹更多 Text 類

別的用法，另外還要介紹如何顯示影像。 

 6-1 Text、TextStyle和 Color 

Text 類別的功能就是建立字串元件，它的第一個參數必須是一個字串，後面

加上一些設定文字屬性的參數： 

1. style 

 這個參數必須設定一個 TextStyle 物件。TextStyle 可以設定字體大小、

顏色等屬性，後面會再詳細說明。 

2. textAlign 

 設定字串如何對齊，以下是常用的對齊方式： 

 TextAlign.left：靠左對齊 

 TextAlign.right：靠右對齊 

 TextAlign.center：置中對齊 

 TextAlign.justify：左右兩端對齊 

文 

控制文字大小、顏色、

位置和顯示影像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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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xLines 

 限制最多顯示幾行。沒有設定的話，會依照文字的長度自動調整。如果

設定這個參數，最多只會顯示指定的行數。超過的部分會被隱藏。 

字串如果要換行，可以在字串裡頭加入「\n」。TextStyle 類別是用來設定

文字的樣式，常用的參數包括： 

1. fontSize 

 設定字體大小，可以接受浮點數。如果沒有設定，就用預設值 14。 

2. color 

 設定文字的顏色。顏色可以用 Colors 類別指定，例如 Colors.blue 是藍

色，Colors.red 是紅色。另外也可以用 Color 類別來自己調配顏色，用

法是 Color(0xAARRGGBB)，括弧裡頭用 0x 開頭表示它是一個十六進位

數字，這個十六進位數字是八位數，最左邊的 AA 二個位置是顏色的不透

明度，可以從 00 變化到 ff。最大值 ff 表示完全不透明，也就是最清楚，

最小值 00 表示完全透明，也就是看不見。接下來是 RR，表示紅色的強

度，同樣是從 00 變化到 ff。接下來的 GG 是綠色強度，最後的 BB 是藍

色 強 度 。 例 如 Color(0xffff0000) 表 示 完 全 不 透 明 的 紅 色 ，

Color(0xa2008cfb)是有點透明的藍綠色。 

3. decoration 

 把文字加上線條，可以設定為： 

 TextDecoration.underline：加入底線 

 TextDecoration.lineThrough：文字中央加入刪除線 

 TextDecoration.overline：文字上方加一條線 

4. fontWeight 

 設定文字筆畫粗細，可以設定為： 

 FontWeight.normal：正常 

 FontWeight.bold：粗體 

 FontWeight.w100：最細，總共有九種粗細可以設定，由細到粗依序是

w100、w200、w300、...、w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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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ackgroundColor 

 設定文字的背景色，用法和 color 參數一樣。 

我們把以上介紹的技巧套用到前一章的 App 專案。以下是修改後的程式

碼，粗體字表示有修改的部分。圖 6-1 是它在 Android 手機和 iPhone 手機上的

執行畫面。 
 
import 'package:flutter/material.dart'; 
 
void main() => runApp(App()); 
 
class App extends StatelessWidget {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 建立 appTitle和 hiFlutter物件 
    var appTitle = Text('第一個 Flutter App'), 
        hiFlutter = Text( 
        'Hi, Flutter.\n你真是太神奇了!', 
          style: TextStyle( 
              fontSize: 30, 
              color: Colors.blue, 
              decoration: TextDecoration.underline, 
              fontWeight: FontWeight.bold), 
          textAlign: TextAlign.center, 
        ); 
 
    // 建立 appBody物件 
    var appBody = Center( 
      child: hiFlutter, 
    ); 
 
    // 建立 appBar物件 
    var appBar = AppBar( 
      title: appTitle, 
      backgroundColor: Color(0xffff0000), 
    ); 
 
    // 建立 app物件 
    var app = MaterialApp( 
      home: Scaffold( 
        appBar: appBar, 
        body: appBody, 

增加一行文字，把文字變成藍色、 
加底線、粗體、置中對齊 
 

設定 App 標題列背景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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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Colors.yellow), 
    ); 
 
    return app; 
  } 
} 

 

   

圖 6-1 修改後的 App 專案在 Android 手機和 iPhone 手機上的執行畫面 

設定 App 畫面背景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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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使用 Image類別顯示影像 

除了文字之外，影像也是 App 畫面常出現的元件。我們可以用 Image 類別

來建立影像，然後在 App 畫面顯示它。Image 類別的影像來源可以從專案資源

檔，或是網路上的網址。可以接受的影像檔格式包括 JPEG、WebP、GIF、動畫

型態的 WebP/GIF、PNG、BMP 和 WBMP。以下是把影像檔變成專案資源，然

後讓它在 App 畫面上顯示的步驟。 

 假設我們要在 App 畫面顯示 flutter.png 影像檔，第一步是先在專案中建立一

個儲存資源檔的資料夾。在 Android Studio左邊的專案檢視視窗中，用滑鼠右

鍵點選專案資料夾，然後選擇 New > Directory（參考圖 6-2）。在對話盒中

輸入 assets，按下 Enter鍵。 

 

圖 6-2 在專案中建立資源檔資料夾 

 用 Windows 檔案總管複製 flutter.png 影像檔，然後回到 Android Studio 的專

案檢視視窗，用滑鼠右鍵點選剛剛建立的 assets資料夾，選擇 Paste，按下對

話盒的 OK按鈕。影像檔就會複製到 assets資料夾。 

 接下來要在專案設定檔中加入這個資源檔，程式才能夠使用它。專案設定檔的

名稱叫做 pubspec.yaml，它就在專案資料夾裡頭。將它開啟，找到其中的

「flutter:」段落，在裡頭加入以下粗體字的程式碼。「assets:」表示以下是專

案資源檔，下一行用連結字元開頭表示資源檔的路徑。請注意，程式碼的內縮

格式必須和其他程式碼一致。 

用滑鼠右鍵點選專案資料夾，然後選擇 
New >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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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程式碼） 
 
flutter: 
  assets: 
    - assets/flutter.png 
 
...（其他程式碼） 
 

 設定好專案資源檔之後，就可以在程式檔中使用它。我們以前一個小節的專案

為例，只要修改如下，就可以顯示 flutter.png影像檔。 
 
// 建立 appBody物件 
var img = Image.asset('assets/flutter.png'); 
var appBody = Center( 
  child: img, 
); 
   

專案資源檔的命名 
專案資源檔的名稱只能夠使用小寫英文字母、底線字元「_」和連結字元「-」，

不可以使用大寫英文字母或是其他特殊字元，否則執行 App 時會在 Run 視窗顯

示 Unable to load asset 的錯誤。 

如果要變更檔名，可以在專案檢視視窗用滑鼠右鍵點選該檔案，然後選擇

Refactor > Rename，就可以在對話盒中修改檔案名稱。完成後按下 Refactor

按鈕，下方視窗會顯示有哪些相關的程式碼需要一併修改，確認沒問題後，按

下下方的 Do Refactor 按鈕即可。 

變更專案資源檔的名稱後，必須關閉專案（File > Close Project），再重新開

啟專案，專案中的設定才會更新。 

 

執行修改後的 App 專案就會看到圖 6-3 的畫面。如果要顯示某一個網址的

影像，可以換成用 Image 類別的 network() 方法來讀取，如以下範例： 
 
var img = 
Image.network('https://miro.medium.com/max/1000/1*ilC2Aqp5sZd1wi0CopD1Hw.png'); 

 

 

 

設定專案資源檔，請留意 
程式碼內縮的格式 

用 Image 類別的 network()方法讀取網路上的影像檔 

把原來的 hiFlutter 物件 
換成 img 物件 

利用 Image 類別的 assets() 
方法讀取影像資源檔，得到 
一個 Image 物件，我們把這 
個物件叫做 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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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 asset() 還是 network()，都可以利用以下參數改變影像大小： 

1. scale 

 這個參數的功能是縮放影像。但是要注意，它的效果是原來影像大小乘

上 1/scale。也就是說，如果 scale 是 2，影像大小就會變成原來的

1/2。如果 scale 是 0.5，影像大小就會變成原來的 1/0.5，也就是 2 倍。 

2. width 

 把影像寬度變成這個參數的值。如果影像原來的寬度大於這個值，影像

就會被縮小（高度也會等比例縮小）。如果影像原來的寬度小於這個

值，影像就會被放大（高度也會等比例放大）。 

3. height 

 把影像高度變成這個參數的值。如果影像原來的高度大於這個值，影像

就會被縮小（寬度也會等比例縮小）。如果影像原來的高度小於這個

值，影像就會被放大（寬度也會等比例放大）。 

4. fit 

 設定如何縮放影像： 

BoxFit.fill：填滿整個空間，影像的寬高比可能會改變 

BoxFit.contain：維持原來影像的大小 

BoxFit.cover：保持寬高比，並且讓影像填滿空間，超出範圍的部分

會被裁掉 

BoxFit.fitWidth：維持寬高比並且填滿空間的寬度，高度可能留下空

白或是部分被裁掉 

BoxFit.fitHeight：維持寬高比並且填滿空間的高度，寬度可能留下空

白或是部分被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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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在 App 畫面顯示影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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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 PhotoViewGallery 瀏覽影像。 

2. 使用 PhotoViewGalleryPageOptions。 

 
 
 
 
 

一章我們結合按鈕與影像元件，完成一個可以瀏覽影像的 App。在實作的

過程中，我們學會如何利用 StatefulWidget 來建立 Image 和 PhotoView

物件，以達到變換影像的效果。不過大部分具備瀏覽影像功能的 App，都是利用

滑動螢幕的方式切換影像。因此這一章我們要介紹一個支援這種操作模式的元

件，它的名字叫做 PhotoViewGallery。其實 PhotoViewGallery 內部也是使用

PhotoView 來顯示影像，只不過它另外加上滑動螢幕的功能。 

 

圖 17-1 PhotoViewGallery 範例 

上 

滑動螢幕切換影像 17 

使用 PhotoViewGallery 顯示圖片，  
左右滑動螢幕可以變更圖片，並 
且可以縮放和旋轉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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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看一下 PhotoViewGallery 的操作畫面。圖 17-1 是把上一章的瀏覽影

像 App 改成用 PhotoViewGallery 來顯示照片，只要用手指頭左右滑動手機螢

幕，就可以變更圖片。建立 PhotoViewGallery 時可以利用參數設定它的外觀和

運作方式，我們把常用的參數整理如表 17-1。 

表 17-1 PhotoViewGallery 常用的參數 

參數名稱 功能 

scrollPhysics 

設定滑動圖片的效果： 

ClampingScrollPhysics() 這是預設值，當滑動到最後一項時會顯示

陰影 

BouncingScrollPhysics() 當滑動到最後一項時會出現回彈的效果 

NeverScrollableScrollPhysics() 取消滑動的功能 

builder 設定一個函式，這個函式用來建立顯示的圖片。 

itemCount 設定圖片的數量。 

enableRotation 是否允許旋轉圖片，必須設定 true 或 false。 

backgroundDecoration 設定背景顏色。 

pageController 設定一個 PageController 物件，它可以指定要從哪一張圖片開始。 

onPageChanged 設定一個函式。當圖片切換時會呼叫這個函式。 

scrollDirection 

設定捲動方向： 

Axis.horizontal 水平捲動 

Axis.vertical 垂直捲動 

 

 

 

 

 

 

 

 

 

 

 
圖 17-2 用 StatefulWidget 建立 PhotoViewGallery 

 •••  
   

_images

_imageIndex

用來建立PhotoViewGallery的
參數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 類別繼承 StatefulWidget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State 類別 
繼承 State<_PhotoViewGalleryWrapper > 
 

_imageIndex 決定要顯示 
哪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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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中的 builder 參數是設定一個用來建立圖片的函式。該函式必須傳

回一個 PhotoViewGalleryPageOptions 物件，該物件是用來控制圖片要如何顯

示。表 17-2 是 PhotoViewGalleryPageOptions 常用的參數。 

表 17-2 PhotoViewGalleryPageOptions 常用的參數 

參數名稱 功能 

imageProvider 設定要顯示的影像，我們可以用 AssetImage('影像資源檔路徑 ')來建立。 

initialScale 設定影像一開始的放大倍率。 

minScale 
設定影像的最小倍率。可以使用預設常數 PhotoViewComputedScale. 
contained 讓影像剛好占滿整個畫面，或是讓它再乘上一個倍率。 

maxScale 

設定影像的最大倍率。可以使用預設常數 PhotoViewComputedScale. 
covered 讓影像只顯示 80%（另外 20%超出範圍），也可以讓它再乘上

一個倍率。 

既然 PhotoViewGallery 可以切換圖片，就表示它的狀態會隨著使用者的操

作 而 改 變 ， 因 此 必 須 用 StatefulWidget 來 建 立 它 。 再 者 ， 我 們 會 用

PhotoViewGallery 的 builder() 方法來建立 PhotoViewGallery 物件。 

圖 17-2 是程式碼的架構，讀者可以和上一章圖 16-1 比較，二者的架構很類

似。另外，由於表 17-1 中有二個參數需要傳入函式，一個是 builder，另一個是

onPageChanged，因此我們在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State 類別中額外建

立二個私有方法給這二個參數使用。以下是完成後的程式碼。建立這個 App 專

案的步驟類似章節 16-1 的範例，讀者可以參考該章節的說明。 
 

import 'package:flutter/material.dart'; 
import 'package:photo_view/photo_view.dart'; 
import 'package:photo_view/photo_view_gallery.dart'; 
 
void main() => runApp(MyApp()); 
 
class MyApp extends StatelessWidget { 
  // This widget is the root of your application.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return MaterialApp( 
      title: '瀏覽影像', 
      theme: ThemeData( 
        primarySwatch: Colors.blue, 
      ), 
      home: MyHome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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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lass MyHomePage extends StatelessWidget {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 建立 AppBar 
    final appBar = AppBar( 
      title: Text('瀏覽影像'), 
    ); 
 
    const images = <String>['assets/1.png', 'assets/2.png', 'assets/3.png']; 
 
    final gallery =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 
      GlobalKey<_PhotoViewGalleryWrapperState>(), 
      images, BoxDecoration(color: Colors.white,), 
      0, 0.6, 1.2, Axis.horizontal, 
    ); 
 
    // 結合 AppBar和 App操作畫面 
    final appHomePage = Scaffold( 
      appBar: appBar, 
      body: gallery, 
    ); 
 
    return appHomePage; 
  } 
} 
 
 class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 extends StatefulWidget { 
  final GlobalKey<_PhotoViewGalleryWrapperState> _key; 
  List<String> _images; 
  Decoration _backgroundDecoration; 
  int _initialIndex; 
  double _minScale, _maxScale; 
  Axis _scrollDirection; 
  int _imageIndex;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this._key, this._images, this._backgroundDecoration, 
      this._initialIndex, this._minScale, this._maxScale, 
      this._scrollDirection): super (key: _key) { 
    _imageIndex = _initialIndex; 
  } 
 
  @override 

建立_PhotoViewGalleryWrapper  
物件，傳入影像檔資料組和相 
關參數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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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StatefulWidget> createState() =>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State(); 
} 
 
class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State extends State<_PhotoViewGalleryWrapper> {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return Stack( 
          alignment: Alignment.topCenter, 
          children: <Widget>[ 
            PhotoViewGallery.builder( 
              scrollPhysics: BouncingScrollPhysics(), 
              builder: _buildItem, 
              itemCount: widget._images.length, 
              enableRotation: true, 
              backgroundDecoration: widget._backgroundDecoration, 
              pageController: PageController(initialPage: widget._initialIndex), 
              onPageChanged: _onPageChanged, 
              scrollDirection: widget._scrollDirection, 
            ), 
            Container( 
              margin: EdgeInsets.all(50.0), 
              child: Text( 
                "Image ${widget._imageIndex + 1}", 
                style: TextStyle(fontSize: 20), 
              ), 
            ) 
          ], 
        ); 
  } 
 
  PhotoViewGalleryPageOptions _buildItem(BuildContext context, int index) { 
    return PhotoViewGalleryPageOptions( 
      imageProvider: AssetImage(widget._images[index]), 
      initialScale: PhotoViewComputedScale.contained, 
      minScale: widget._minScale, 
      maxScale: widget._maxScale, 
    ); 
  } 
 
  void _onPageChanged(int index) { 
    setState(() { 
      widget._imageIndex = index; 
    }); 
  } 
} 

 
_PhotoViewGalleryWrapperState 類別 

私有方法 

這二個參數傳入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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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抽象類別。 

2. 使用 getter、setter 和 const 建構式。 

3. 讓 App 支援多國語言。 
 
 
 
 

pp 是一個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這意味著使用 App 的人口可能分佈在世界的任

何角落，因此 App 必須能夠切換不同的語言。如果使用者把手機設定成某一

種語言，App 的畫面必須同步切換成該語言。要做出這種效果，必須把程式中的

字串抽離出來，並且準備好不同語言的版本。當 App 安裝到手機上時，再根據

手機使用的語言，讓 App 套用該語言的字串版本。 

要讓 Flutter App 支援多國語言可以藉助第三方套件，這些套件可以根據我

們特別設計的程式碼，產生多國語言需要的檔案。但是這種做法比較麻煩，不僅

要執行特殊的套件指令，而且會產生比較多的檔案，步驟也比較繁瑣。其實不需

要依賴第三方套件也可以做出多國語言的功能，而且程式碼更精簡，步驟也比較

少，也不用執行特別的指令。這一章我們就來介紹如何實現多國語言的功能。不

過一開始我們要先學習相關的 Dart 語法。 

 34-1 抽象類別 

我們先複習一下「類別」和「物件」的觀念：類別是物件的模型，物件是根

據類別產生的實體。程式中的實體是指可以執行，發揮功能的個體。另外還有一

個重要的觀念，就是類別是由「資料」和「處理資料的方法」所組成，而且類別

可以透過繼承來擴充功能。 

A

支援多國語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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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最常見的應用是把一些類別共同的部分抽取出來，做成一個基礎類別，

然後再從這個基礎類別衍生出其他類別。在第 5 章我們是用 Person 和 Student

這二個類別當成繼承的範例，其中 Person 是基礎類別，Student 是衍生類別。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 Person 當基礎，創造出更多衍生類別，像是 Teacher 和

Staff，請讀者參考圖 34-1。 

 

圖 34-1 從 Person 類別衍生出 Student、Teacher 和 Staff 類別 

以上算是對「類別」、「物件」和「繼承」做了一個簡單的回顧，其目的是

為了抽象類別（Abstract Class）鋪路。因為抽象類別就是為了繼承才出現，如

果沒有繼承，抽象類別完全沒有任何用處。我們先看抽象類別的語法： 
 
abstract class 類別名稱 { 
  
  // 宣告儲存資料的物件 
  ... 
  
  // 建立類別的方法，這些方法可以沒有實作的程式碼 
  ... 
  
} 

 

以上語法和一般類別不一樣的地方是加上 abstract 關鍵字，以及「方法可

以沒有實作的程式碼」。我們用一個範例來解釋： 
 
abstract class Shape { 
  double getArea(); 
} 

Person 類別是 Student、Teacher 和 Staff 
這三個類別共同的部分 
 

這個方法沒有實作 
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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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一段程式碼建立一個名為 Shape 的抽象類別，它有一個用來計算面

積的  getArea() 方法。由於面積的計算公式取決於形狀，在不確定形狀的情況

下，我們無法實作 getArea() 的程式碼。接下來假設我們從 Shape 類別衍生出

Rectangle 類別： 
 
class Rectangle extends Shape { 
  double _length, _width; 
  
  Rectangle(double length, double width) { 
    _length = length; 
    _width = width; 
  } 
  
  @override 
  double getArea() { 
    return _length * _width; 
  } 
} 

 

在 Rectangle 類別裡頭我們用長乘寬的方式來實作 getArea() 的程式碼。運

用同樣的原理，可以從 Shape 類別衍生出 Triangle、Circle...等不同形狀的類

別。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抽象類別的用途也是把一些類別共同的部分抽取出

來。只不過這些共同的部分還無法決定要如何實作，必須等到建立它的衍生類別

時，才能夠加入完整的程式碼。最後我們彙整一下抽象類別使用上的幾個重點： 

1. 抽象類別可以用來宣告物件，但是不可以建立物件。 
 
Shape s1; 
Shape s2 = Shape(); 
Shape s3 = Rectangle(3, 5); 
 

 讀者可能覺得第三行程式碼有點奇怪，因為我們建立一個 Rectangle 物

件，卻把它設定給 Shape 型態的物件 s3。其實這樣的作法叫做「多型」

（Polymorphism），它是物件導向技術的一項特點。由於 Rectangle 是

從 Shape 衍生而來，因此我們可以把 Rectangle 物件當成 Shape 物件

來使用。我們可以把 Shape 物件想像成基本型，Rectangle 物件想像成

進階型。進階型物件可以當成基本型來使用，但是基本型物件不可以當

成進階型使用。 

用矩形面積的計算公式實作 
getArea()的程式碼 

第二行程式碼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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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類別中有未完成實作方法（也就是該方法沒有程式碼），就一定要

宣告為抽象類別。 

3. 如果繼承抽象類別，一定要完成所有方法的程式碼，否則該類別也要宣

告為抽象類別。 

 34-2 getter/setter和 const建構式 

如果要把資料存到類別裡頭，一般的做法是建立一個 set 方法。例如在

Student 類別中，我們可以宣告一個_score 物件，然後利用 setScore() 方法，

把成績儲存到 _score 裡頭： 
 
class Student { 
  double _score; 
   
  setScore(double score) { 
    _score = score; 
  } 
  
  getScore() { 
    return _score; 
  } 
} 

 

set 方法通常會搭配一個 get 方法來取得儲存的資料。建立好 Student 類別

之後，就可以用以下程式碼來建立 Student 物件，並且儲存和讀取成績： 
 
var s = Student(); 
s.setScore(100); 
print(s.getScore()); 

 

除了這種作法，Dart 還提供所謂 getter 和 setter 的語法，讓我們用虛擬屬

性的方式來存取類別裡頭的資料，例如我們可以將 Student 類別修改如下： 
 
class Student { 
  double _score; 
   
  void set score(double score) { 

這一組 set 方法和 get 方法是用來
儲存成績和讀取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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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score = score; 
  } 
  
  double get score { 
    return _score; 
  } 
} 

 

setter 的語法格式類似一般的方法，只不過在傳回值型態後面要加上一個

set 關鍵字。setter 的傳回值型態和一般方法一樣可以省略。getter 的語法格式

也是在傳回值型態後面加上一個 get 關鍵字，除此之外，getter 也不可以傳入參

數，因此它的名稱後面沒有括號。另外，getter 的傳回值型態也可以省略。

getter 和 setter 的功能就像是建立一個虛擬屬性，因此我們要用屬性的方式來使

用 getter 和 setter： 
 
var s = Student(); 
s.score = 100; 
print(s.score); 

 

接下來要再介紹一個所謂的 const 建構式。如果我們設計的類別在建立物件

之後，它內部的資料都不會再變更，我們可以把該類別內部的屬性都宣告為

final，這時候就可以把它的建構式設定為 const，例如： 
 
class Point { 
  final int x, y; 
  
  const Point(this.x, this.y); 
} 

 

然後就可以在程式中建立 const 的 Point 物件： 
 
const p = Point(1, 2); 

 

使用 const 建構式的好處是可以提升程式的執行效率。 

用 getter 和 setter 來儲存成績 
和讀取成績 

score 是用 getter 和 setter 
創造出來的虛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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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讓 Flutter App支援多國語言 

接下來要利用前一小節學到的技術，幫 App 加入多國語言的功能。我們將

以第 23 章的 ListView App 為例，示範實作的流程。 

 開啟專案資料夾裡頭的 pubspec.yaml，找到 dependencies 段落，在該段落

最後加入以下粗體字的設定： 
 
dependencies: 
  ... (原來的設定) 
  
  flutter_localizations: 
    sdk: flutter 
 

 輸入完畢後，按下檔案編輯視窗上方的 Pub get，就會開始安裝。Android 

Studio下方會顯示執行過程的訊息。 

 在專案檢視視窗中，用滑鼠右鍵點選 lib資料夾，選擇 New > Directory，然後

在對話盒輸入 locale，按下 Enter鍵。 

 在 locale 資料夾新增一個程式檔 language.dart，這個程式檔裡頭是一個抽象

類別，我們要用它來衍生出每一種語言的字串。這些字串是用前一小節的

getter來取得。 
 
import 'package:flutter/material.dart'; 
  
abstract class Language { 
  
  // 這個方法會根據手機的語言設定，傳回 App中對應的語言類別 
  static Language of(BuildContext context) { 
    return Localizations.of<Language>(context, Language); 
  } 
  
  String get appTitle; 
  String get item1; 
  String get item2; 
  String get item3; 
  String get select; 
  String get itemDescription; 
} 
 

這些是 App 用到的多國
語言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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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 續 在 locale 資 料 夾 新 增 App 支 援 的 語 言 字 串 程 式 檔 ， 例 如

language_en.dart，這些程式檔裡頭的類別都是繼承上一個步驟建立的抽象類

別 Language，我們必須實作其中的 getter，讓它們傳回這個語言的字串。 
 
import 'package:flutterapp/locale/language.dart'; 
  
class LanguageEn extends Language { 
  @override 
  String get appTitle => 'ListView Example'; 
  
  @override 
  String get item1 => 'Item 1'; 
  
  @override 
  String get item2 => 'Item 2'; 
  
  @override 
  String get item3 => 'Item 3'; 
  
  @override 
  String get itemDescription => 'Item description'; 
  
  @override 
  String get select => 'You select '; 
} 
 

 繼續新增其他語言的字串程式檔，例如 language_zh.dart： 
 
import 'package:flutterapp/locale/language.dart'; 
  
class LanguageZh extends Language { 
  @override 
  String get appTitle => 'ListView範例'; 
  
  @override 
  String get item1 => '第一項'; 
  
  @override 
  String get item2 => '第二項'; 
  
  @override 
  String get item3 => '第三項'; 
  
  @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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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get itemDescription => '項目說明'; 
  
  @override 
  String get select => '點選'; 
} 
 

 在 locale 資料夾新增一個程式檔 app_localizations_delegate.dart，這個程式

檔會和步驟 4建立的 Language類別一起運作。 
 
import 'package:flutter/material.dart'; 
  
import 'language.dart'; 
import 'language_en.dart'; 
import 'language_zh.dart'; 
  
class AppLocalizationsDelegate extends LocalizationsDelegate<Language> { 
  
  const AppLocalizationsDelegate(); 
  
  @override 
  bool isSupported(Locale locale) => ['en', 'zh'].contains(locale. 
  languageCode); 
  
  @override 
  Future<Language> load(Locale locale) => _load(locale); 
  
  @override 
  bool shouldReload(covariant LocalizationsDelegate<Language> old) => false; 
  
  static Future<Language> _load(Locale locale) async { 
    switch (locale.languageCode) { 
      case 'en': 
        return LanguageEn(); 
      case 'zh': 
        return LanguageZh(); 
      default: 
        return LanguageEn(); 
    } 
  } 
} 
 

向系統回報是否支援 
目前的語言 

依照手機設定的語言，建立並回傳 
對應的字串程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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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換到主程式檔，在建立 MaterialApp 物件的程式碼中，加入以下粗體字的 

設定： 
 
class MyApp extends StatelessWidget { 
  // This widget is the root of your application.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return MaterialApp( 
      localizationsDelegates: [ 
        const AppLocalizationsDelegate(), 
        GlobalMaterialLocalizations.delegate, 
        GlobalWidgetsLocalizations.delegate, 
        GlobalCupertinoLocalizations.delegate, 
      ], 
      supportedLocales: [ 
        const Locale('en'), 
        const Locale.fromSubtags(languageCode: 'zh', scriptCode: 'Hant',  
                                 countryCode: 'TW'), 
      ], 
      onGenerateTitle: (context) => Language.of(context).appTitle, 
      // title: 'Flutter Demo', 
      theme: ThemeData( 
        primarySwatch: Colors.blue, 
      ), 
      home: MyHomePage(), 
    ); 
  } 
} 
 

 現在可以在程式中使用 Language類別中的字串： 
 
class MyHomePage extends StatelessWidget { 
  @override 
  Widget build(BuildContext context) { 
    // 建立 AppBar 
    final appBar = AppBar( 
      title: Text(Language.of(context).appTitle), 
    ); 
  
    // 建立 App的操作畫面 
    final textWrapper = _TextWrapper(GlobalKey<_TextWrapperState>()); 
  
    final items =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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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of(context).item1, 
      Language.of(context).item2, 
      Language.of(context).item3, 
    ]; 
    const icons = <String>['assets/1.png', 'assets/2.png', 'assets/3.png']; 
  
    var listView = ListView.separated( 
      itemCount: items.length, 
      itemBuilder: (context, index) => 
          ListTile(title: Text(items[index], style: TextStyle(fontSize: 20),), 
          onTap: () => textWrapper.setText(Language.of(context).select +  
                    items[index]), 
          leading: Container( 
            child: CircleAvatar(backgroundImage: AssetImage(icons[index],),), 
            padding: EdgeInsets.symmetric(vertical: 8, horizontal: 5),), 
          subtitle: Text(Language.of(context).itemDescription, style:  
                    TextStyle(fontSize: 16),),), 
      separatorBuilder: (context, index) => Divider(), 
    ); 
  
    final widget = Container( 
      child: Column( 
        children: <Widget>[ 
          textWrapper, 
          Expanded(child: listView,), 
        ], 
      ), 
      margin: EdgeInsets.symmetric(vertical: 10,), 
    ); 
  
    // 結合 AppBar和 App操作畫面 
    final appHomePage = Scaffold( 
      appBar: appBar, 
      body: widget, 
    ); 
  
    return appHomePage; 
  } 
} 
 

修改完畢後，啟動 App。如果手機是設定繁體中文，會看到圖 34-2 的畫

面。如果手機是設定其他語言，就會看到圖 34-3 的畫面。我們可以進入手機的

語言設定頁面，改變使用的語言，然後回到 App，App 顯示的語言會動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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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手機使用繁體中文時 App 會顯示中文 

 

圖 34-3 手機使用其他語言時 App 會顯示英文 


